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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翰二書，三書 

恰克 史密思 牧師 (各各他教會) 

今晚我們來查考約翰二書和約翰三書，及猶大書，都是單章

的很短的書信。約翰二書及三書當然是十二使徒之一的約翰

所寫的。背景是初期教會有些游行傳道的先知，他們旅行到

許多已經建立起來的各個教會，發揮他們預言的才能，講說

聖靈的膏抹，啟迪教誨教會，安慰聖者，建立起基督的身

體。 

有些人來到教會宣稱自己有預言的天賦，說自己是奉主的名

傳道，而實際上是假先知。他們假冒先知傳佈錯誤的觀念。

若有人進我們這裡來說，我是神的先知，我要給教會一個信

息。我們會把這人交給我的助理牧師，先審察一番他所要講

的信息。 

但是在初期教會的時候，就有此類游行傳道人團體到處旅

行，到各個教會去服事。其中不免有濫竽充數者。這些人

來，宣稱自己是先知，要奉神的名講道。他們就說，神說

了，要準備一大份牛排晚餐，外加馬鈴薯泥和青豆。還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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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稱，主說了，滿足這個人的需要，把他的錢袋裝滿。 

所以初代教會寫些如何對待游行傳道人的教會接待原則是十

分必要的。有一本書叫做“Dedike”，意思是使徒的教導。

在這本書裡，使徒們指導各個教會如何判別假先知，並為他

們列出了一些辨別真假的規則。比如，如果有人來服事，接

待他們，照顧他們的需要；若是他們停留超過三天，那麼他

們一定是假先知，因為他們開始靠人生活。 

他們在書裡有一條確鑿的規定說，如果他們以主的名義要求

人準備餐點，並且他們若吃了那餐點，他們就是假先知。但

是若他們命令準備餐點給貧窮的人，而不是給他們自己，那

麼他們就應該被接待並受人尊敬。若他們以主的名義要錢，

他們是假先知。約翰二書重點是真理。當然，這兩封書信的

內容都強調真理。在二書中，約翰講述了那些假先知和他們

所作的關於耶穌基督的假見證。 

在三書里，他譴責那個拒絕任何先知來教會講道的人。他不

願接待任何的先知，因為他自認為傑出。在他寫給該猶的三

書裡，約翰表揚他在接待這些游行傳道人和先知方面做得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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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，並且說低米丟將來到他們中間，約翰鼓勵他要接待低米

丟，因為他是個好人。所以這兩本書信的背景就是這些到處

旅行的游行傳道先知和傳道者，有點像是初代教會的遊牧民

族。當然，這兩封書信的主題都是真理。 

約翰二書及三書裡面，約翰自稱為長老。“長老”的涵義是

年紀大或古老；另外也是教會里的一個頭銜。每一個教會裡

都有自己的長老負責監督教會之職。希臘文的

“presbyturos”，本只用於年老的人。當約翰寫此書時，

他或許已經超過九十歲了，所以他足以自稱是長老了。這兩

本書信，你可能會注意到都相當簡短。約翰提到他有許多想

寫的事，但是他說要保留到見他們的時候面談。他寧可當面

告訴他們，而不是寫信給他們。 

在當時，他們用來書寫的材料是一種寬八吋長十吋的羊皮

紙，和我們在學校里用的筆記本紙差不多。有趣的是，每封

短信都剛好能寫滿一頁這樣大小的紙張。所以很可能約翰就

是用這種寬八吋長十吋的羊皮紙來寫他的短信。 

他自稱是年長的人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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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長老的寫信給蒙揀選的太太，〔太太或作教會下同〕和

他的兒女。(約翰二書 1:1) 

這裡的問題是那個蒙揀選的太太到底是誰，是真有其人，還

是指他所寫給信的教會。 

蒙揀選的太太，〔太太或作教會下同〕和他的兒女。(約翰

二書 1:1) 

我們不知道。但是他說， 

1:就是我誠心所愛的。不但我愛，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

所愛的。(約翰二書 1:1) 

正如我前面說過的，真理是這本書信的主題。 

愛你們是為真理的緣故，這真理存在我們裡面，也必永遠

與我們同在。(約翰二書 1:2) 

耶穌說，我的話就是真理。祂說， 

天地要廢去，我的話卻不能廢去。 

(馬太福音 24:35) 

真理永遠存在。所以我愛在真理中；我愛真理；及一切知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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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理之人，愛你們是為真理的緣故。 

恩惠，憐憫，平安，從父神和他兒子耶穌基督，在真理和

愛心上，必常與我們同在。(約翰二書 1:3) 

恩惠，憐憫，平安是新約裡常用的問候語。通常只有恩惠，

平安，有時會加上憐憫。問候提摩太和提多是恩惠，憐憫和

平安。神的恩典無條件的施恩予你。你得到你不配得的神的

良善，神的祝福，然而神將他們賜給你。這就是恩典。憐

憫，是指當你得不著你所該得的時候，就該求憐憫了。 

大衛禱告的時候，就非常明智， 

〔大衛與拔示巴同室以後，先知拿單來見他。他作這詩，

交與伶長。〕 神阿，求你按你的慈愛憐恤我，按你豐盛

的慈悲塗抹我的過犯。(詩篇 51:1) 

每當我禱告時，我總是禱告神啊，按你的慈愛憐憫我。我從

不說，神啊，我要公平，我要是得不到該得的，就會煎熬難

耐。但是神比我的禱告更進一步，給我恩典。嘿！祂給我不

配得的神的愛、良善、仁慈和祝福。我不配得但是祂卻賜予

我神的恩惠，憐憫，平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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祂說， 

我見你的兒女，有照我們從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，就

甚歡喜。(約翰二書 1:4) 

要你原不知道這本書的主題是真理，你現在應該知道了吧！

到目前為止，約翰在每一節經文里都至少有一次提到真理，

有時甚至超過一次。“我見你的兒女，有照我們從父所受

之命令遵行真理的，就甚歡喜。” 

我見你的兒女，有照我們從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，就

甚歡喜。太太阿，我現在勸你，我們大家要彼此相愛。這

並不是我寫一條新命令給你，乃是我們從起初所受的命

令。(約翰二書 1:4-5) 

這真是新約的本質和耶穌的誡命。耶穌說， 

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，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。我怎樣愛

你們，你們也要怎樣相愛。(約翰 13:34) 

耶穌說， 

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，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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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。(約翰 13:35) 

這是對世界作出的信號。 

不幸地，教會給世界的見證並不太好。教會間彼此爭論，教

會內部爭鬥和分裂，對世界是非常壞的見證。根本不能顯示

我們是祂的門徒。 

我們因為愛弟兄，就曉得是已經出死入生了。(約翰一書

3:14) 

我怎麼知道我真的已經出死入生了？當神把對弟兄的愛種植

在我的心中。我們最初的誡命就是我們應該彼此相愛。 

我們若照他的命令行，這就是愛。你們從起初所聽見當行

的，就是這命令。(約翰二書 1:6) 

所以我們應該行在愛中。彼此相愛。這就是神所有的大愛，

是犧牲自我，不出風頭，無私奉獻的愛。 

下面他講到， 

因為世上有許多迷惑人的出來，他們不認耶穌基督是成了

肉身來的。這就是那迷惑人，敵基督的。(約翰二書 1:7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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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得在一書中約翰說， 

親愛的弟兄阿，一切的靈，你們不可都信。總要試驗那些

靈是出於神的不是。因為世上有許多假先知已經出來了。

凡靈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，就是出於神的。從此你

們可以認出神的靈來。凡靈不認耶穌，就不是出於神。這

是那敵基督者的靈。你們從前聽見他要來。現在已經在世

上了。(約翰一書 4:1-3) 

他又說到， 

因為世上有許多迷惑人的出來，他們不認耶穌基督是成了

肉身來的。這就是那迷惑人，敵基督的。(約翰二書 1:7) 

非常有趣，這節雖然看起來和一書的內容相同，但在希臘原

文裡卻稍有不同。他們的區別在於時態。我們今晚所讀的二

書，直接說“成了肉身來的。”。在一書裡，是說祂已經成

了肉身來的；就是指祂第一次的來臨是在肉身裡。 

諾斯替教徒宣稱耶穌只是個幻影，虛影。以人的樣子出現，

但不是真的存在。那只是人眼中的幻影。每一件物質的東西

都是邪惡的，每件物質構成的事物本身都繼承了邪惡。如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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耶穌有肉體的身子，那麼祂就是邪惡的，就不可能是神；因

此祂沒有肉身，因為肉身是邪惡的。所有的物質都是邪惡

的。諾斯替教徒教導人說耶穌只是個幻影。他們有個故事

說，耶穌走在沙上，你看不見任何祂的腳印。他們編出各樣

這類的事情，來說明祂並非真的成為肉身而來。 

約翰在一書里說到，無論任何嘴上宣稱什麼，你可以試驗出

那靈是否真為神的靈。這個試驗就是問：祂是肉身來的嗎？

這裡有一點值得注意，就是耶和華見證會否認耶穌以肉身而

來。他們認為祂以屬靈的形式來臨，於 1914年，在密室裡

建立了神的國度。祂並不真地道成肉身而來。持有這般教義

的是什麼樣的人呢？ 

因為世上有許多迷惑人的出來，他們不認耶穌基督是成了

肉身來的。這就是那迷惑人，敵基督的。(約翰二書 1:7) 

你們要小心，不要失去你們〔有古卷作我們〕所作的工，

乃要得著滿足的賞賜。凡越過基督的教訓，不常守著的，

就沒有神。(約翰二書 1:8-9) 

雖然耶和華見證會宣稱信天父，然而他們卻否認基督，實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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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就是否認天父。 

常守這教訓的，就有父又有子。若有人到你們那裡，(約翰

二書 1:9-10) 

在星期六早晨， 

不是傳這教訓，不要接他到家裡，也不要問他的安。因為

問他安的，就在他的惡行上有分。(約翰二書 1:10-11) 

所以當他們離開的時候，不要說，弟兄，神祝福你。你才不

要神祝福他們的惡行。他們否認耶穌基督是神在肉體中的彰

顯，否認耶穌成為肉身而來的真理。所以別說神祝福你。你

可以說，願神帶給你真理。願神帶你離開黑暗，進入祂兒子

榮耀的光中。但不要說神祝福你。 

我還有許多事要寫給你們，卻不願意用紙墨寫出來。但盼

望到你們那裡，與你們當面談論，使你們的喜樂滿足。(約

翰二書 1:12) 

喜樂滿足就是主想要每個神的孩子都有的東西。約翰福音第

十五章中耶穌也提到過喜樂滿足，是從居留在神裡面來的。

在第十六章里的喜樂滿足，是從你的禱告生活來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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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今你們求就必得著，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。(約翰

16:24) 

約翰一書里的喜樂滿足，是從與神的相交得來的。 

我們將所看見，所聽見的，傳給你們，使你們與我們相

交，我們乃是與父並他兒子耶穌基督相交的。我們將這些

話寫給你們，使你們〔有古卷作我們〕的喜樂充足。(約翰

一書 1:3-4) 

那麼二書裡的喜樂滿足是因為和耶穌基督的教會相聚相交而

生的。 

明天我們要到聖塔庫司，和許多從北加州，內華達州，南奧

勒岡州的各各他教堂來的牧師聚會。我們將會見到幾百個從

各地的各各他教堂來的服事者和同工，我非常期待這次聚

會。去年我們在那裡的聚會棒極了，星期一晚上的禮拜完畢

後，我們聚在麥可麥金塔牧師的房間里直到凌晨一，兩點。

我們聚在一起交流，談論主正在做的事。當然我們能通過寫

信彼此溝通，但是能夠親密地聚在一起，面對面的分享彼此

的思想體會，那種喜樂滿足是別的方式不能比擬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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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我們談論主的事業，談到聖靈在我們的內心動工，通過我

們的生命動工，我們心中充滿喜樂。“我還有許多事要寫

給你們，但盼望到你們那裡，與你們當面談論，使你們的

喜樂滿足。” 

你那蒙揀選之姊妹的兒女都問你安。(約翰二書 1:13) 

約翰三書 

在約翰三書里，約翰再一次稱他自己是， 

作長老的寫信給親愛的該猶，(約翰三書 1:1) 

大概這個該猶不是保羅在哥林多寫的哥林多書里提及的該

猶。不然的話看起來好像這些信是寫給以弗所地區的人們

的。 

就是我誠心所愛的。(約翰三書 1:1-2) 

他對該猶說， 

親愛的兄弟阿，我願你凡事興盛，身體健壯，正如你的靈

魂興盛一樣。(約翰三書 1:2) 

有許多人引用這段經節作為醫治的應許。他們有點歪曲了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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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，把它弄成神的宣告，聽起來象是神說最重要的是願你凡

事興盛，身體健壯，正如你的靈魂興盛一樣。但其實這是約

翰寫給該猶的私人信件。他送給該猶這個美好的願望，希望

他萬事如意，身體健康。就像我們寫信給很久不見的朋友，

希望對方的身體健康。所以視此經節為神所作的醫治的應許

並不符合聖經的原意。這是約翰對該猶的美好的祝願。 

親愛的兄弟阿，我願你凡事興盛，身體健壯，正如你的靈

魂興盛一樣。(約翰三書 1:2) 

有趣的是這里顯示出靈魂豐盛和身體健康有著某種關系。越

來越多的研究顯示人的身體健康與精神狀態有著非常明確的

直接關係。我們正在認識到一個人的態度能夠改變身體的化

學反應，不良的態度能夠產生有害的化學元素從而影響身體

的健康。許多案例顯示，精神狀態與器官疾病之間絕對有關

係。心理學家說有百分之九十的疾病和人的心理狀態有明確

的關係。我想，他們可能言過其實了。不過生病的確和心理

狀態有關。所以約翰在此把身體健壯和靈魂豐盛聯系起來。 

箴言有一句話說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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喜樂的心，乃是良藥。(箴言 17:22) 

他們發現這話是很有科學性的。笑可以極大地幫助消化。你

應該在餐桌上擺一本笑話集。悲怨能腐蝕你生理的健康，導

致潰瘍，產生有害的破壞性的化學元素。所以約翰將生理健

康和情緒態度或是精神狀態聯系在一起很有道理。 

親愛的兄弟阿，我願你凡事興盛，身體健壯，正如你的靈

魂興盛一樣。(約翰三書 1:2) 

有弟兄來證明你心裡存的真理，正如你按真理而行，我就

甚喜樂。我聽見我的兒女們按真理而行，我的喜樂就沒有

比這個大的。(約翰三書 1:3-4) 

我同意約翰在這裡所說的。我想一位牧師最大的喜樂是聽到

他的孩子們行在真理中。有一天偶然遇見你在十五，二十年

前服事過的一個人，發現他行在真理中，再也沒有比這更令

人激動，更大的喜樂了。 

同樣地，再也沒有比聽到你的孩子背棄了真理，而陷入一些

怪異的異端邪說里更大的悲傷了。那真讓人心痛致極。 

我聽見我的兒女們按真理而行，我的喜樂就沒有比這個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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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。(約翰三書 1:4) 

親愛的兄弟阿，凡你向作客旅之弟兄所行的，都是忠心

的。他們在教會面前證明了你的愛。你若配得過神，幫助

他們往前行，這就好了。(約翰三書 1:5-6) 

現在他談到該猶如何對待游行傳道人和先知。你曾款待他

們，一路幫助過他們。這點你做得很好。他們將你的愛告訴

大家。他們將你的好客說出來。 

因他們是為主的名〔原文作那名〕出外，對於外邦人一無

所取。(約翰三書 1:7) 

所以這些游行的先知為主的緣故，奉主的名到處去旅行傳

道，但是他們不會向外邦人（新約裡希臘文稱之為異教徒）

索取任何的東西，因為在基督裡的就是弟兄了。 

在此並不分希利尼人，猶太人，受割禮的，未受割禮的，

化外人、西古提人，為奴的，自主的。惟有基督是包括一

切，又住在各人之內。(歌羅西書 3:11) 

因此外邦人指的是那些在基督之外的人。 

我對今日教會有些籌集基金的技巧質疑，他們到大公司，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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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，甚至世界地找財源來支持教會的事工。早期的先知並沒

有這樣做。事實上，誠如我告訴你的，若他們索要金錢，他

們會被認為是假先知。這就是為什麼使徒寫“使徒的教導”

那本書。他們說如果人索要金錢就是假先知。約翰在鼓勵該

猶的好客，他給予人愛是好的。 

約翰說，你的善行已經被傳揚開了。 

所以我們應該接待這樣的人，叫我們與他們一同為真理作

工。我曾略略的寫信給教會。但那在教會中好為首的丟特

腓不接待我們。(約翰三書 1:8-9) 

丟特腓是一個有趣的人物。我們看到多年下來他的罪慢慢顯

露。一個在教會喜歡為首的人，他並不願意給予，不管在任

何地方對任何人都一樣。他只要作頭。所以當這些先知來的

時候，他不接納他們。實際上，他甚至拒絕主所愛的使徒約

翰。今日的教會仍有像丟特腓一樣的人，他們在教會裡追逐

權勢，一心想要作頭。 

所以約翰說， 

所以我若去，必要提說他所行的事，就是他用惡言妄論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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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。還不以此為足，他自己不接待弟兄，有人願意接待，

他也禁止，並且將接待弟兄的人趕出教會。(約翰三書

1:10) 

這個傢伙真是個暴君。他自己不願接待游行的傳道人，若教

會裡有人接待他們，他還就將此弟兄趕出教會。 

約翰的勸勉是 

親愛的兄弟阿，不要效法惡，只要效法善。行善的屬乎

神。行惡的未曾見過神。(約翰三書 1:11) 

約翰又一次強調人該做什麼。 

只是你們要行道，不要單單聽道，自己欺哄自己。(雅各書

1:22) 

沒有一個人靠著律法在神面前稱義，這是明顯的。因為經

上說，“義人必因信得生。” 

(加拉太書 3:11) 

要知道耶穌基督並不能救你。你必須視祂為你的主並跟隨

祂才能得救。並不是滿嘴的使徒教義就能得救。而是你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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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為：你若行善，那麼你是屬乎神的；但是若你行惡，你

不真的認識神。 

低米丟行善、有眾人給他作見證，(約翰三書 1:12) 

這封信大概是因為低米丟正要去該猷那裡，此信是約翰給他

寫的介紹信。約翰告訴他交給該猶，信中鼓勵該猶當低米丟

到那裡的時候要接待他。所以他說，“低米丟行善，有眾

人給他作見證。” 

又有真理給他作見證。就是我們也給他作見證。你也知道

我們的見證是真的。我原有許多事要寫給你，卻不願意用

筆墨寫給你。但盼望快快的見你，我們就當面談論。(約翰

三書 1:12-14) 

和二書相同，當他結束三書時，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期待，是

見面，而不是靠寫信寫他心裡的感受。 

但盼望快快的見你，我們就當面談論。(約翰三書 1:14) 

 


